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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硕 通讯员 赖丹丹 吴翠珊

11 月 1 日，以“弘扬企业家精

神，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首届

厦门企业家日暨 2020 中国（厦门）

商人节启动仪式在厦门会展中心举

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党组成员邱

小平，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委书

记胡昌升，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工

商联主席王光远，厦门市领导陈家

东、魏克良、陈秋雄等出席“厦门企

业家日”活动启动仪式，厦门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主持。

厦门经济特区设立 40 年来，民

营经济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的华丽蝶变，成为特区经济增长的

“主力军”、科技创新的“主动力”、就

业创业的“主渠道”。10 月 30 日，厦

门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每年

的 11月 1日定为“厦门企业家日”。

胡昌升在首届“厦门企业家日”

活动启动仪式上致辞，他说，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

业家，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

指示，为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

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我们设

立“企业家日”，正是为了深入学习

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为加

快厦门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素质高

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注入强劲力

量。

胡昌升表示，民营经济为厦门

经济特区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厦门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民营

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功不可没。广大

民营企业家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在

特区发展史上书写了精彩的时代华

章。

“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企

业家是企业的统帅和灵魂。你们为

了企业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再

大的压力都要扛，再苦再难都要咬

牙向前。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奋斗者、

追梦人！让我们一起为企业家点赞！

向奋斗者致敬！”胡昌升说，平等待

遇是民营企业最大的期盼，问题导

向是精准服务企业的关键，亲清政

商关系是衡量营商环境的标尺。我

们要增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以实际行动让广大民营企业家

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胡昌升表示，企业的目标是创

造更多财富，政府的任务是打造更

好环境。厦门市委、市政府正深入研

究制定《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

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

打造完整政策体系，为民营经济发

展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充沛的养

分、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让民

营企业在厦门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不断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希望

企业家朋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切期待，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勇于

攀登、永不止步，与时代同行、与厦

门同心，当好推动厦门高质量发展

的生力军。

邱小平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

厦门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

展的决策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支持

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积

极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做

优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

境，有力推动民营经济保持了稳中

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涌现出一批

批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爱拼会赢的

新时代民营企业家。厦门立法设立

“厦门企业家日”，是新时代弘扬企

业家精神、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又

一创新举措，对进一步凝聚共识、营

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发展环境，

对进一步增强企业家的荣誉感和获

得感，激发企业家干事创业，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他勉励广大民营企业

家，增强爱国情怀，坚定发展信心，

勇于开拓创新，承担社会责任，努力

做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弘扬者、亲清

政商关系的示范者、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引领者和义利兼顾的担当者，

努力成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企业

家。

启动仪式前，与会领导还与参

加开幕式的企业家代表座谈，听取

企业家关于发展民营经济、提升营

商环境的意见与建议，助力“十四

五”规划的科学编制。

本次活动对厦门市 2020 至

2021 年度龙头骨干民营企业、工商

联系统“爱心厦门”建设典型、2017

至 2020 年度脱贫攻坚突出贡献企

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捐赠优秀组

织单位、福建省“四好商会”等进行

授牌。同时现场还举行民营经济项

目的招商签订仪式，签订项目共有

32 个，总投资达 232 亿元，签约项

目涵盖航空、电气机械、软件与信息

技术服务、生物医药、现代金融、人

工智能、精密仪器测量等高新技术

企业。

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最活跃的

细胞，在厦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近年来，厦门民营经济在

规模和质量上都得到提升，在促进

经济增长、壮大经济规模、推动科技

进步、拓宽城乡劳动力就业渠道、增

加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促进

市场繁荣等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

数据显示，2019 年厦门民营经济增

加值 2711.74 亿元，增长 8.6%，占全

市 GDP 比重为 45.2%；民营经济对

全市 GDP 的贡献率为 47.8%；税收

收入 232 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比

重为 34.1%。2019 年厦门民营高新

技术企业达1661家，同比增长16.8%，

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的 86.2%。民

营经济成为厦门经济增长的重要助

推力，为增加政府税收、解决城乡居

民就业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市工商联

主席柯希平对此表示，74 年前企业

家的节日源于厦门，发展于两岸；74

年之后的今天，企业家的节日再次

在厦门立法恢复，相信将进一步促

进工商界的交流与合作。“期待着将

来企业家日的影响不仅在厦门，更

能走出福建，走出国门，促进全球华

商共同携手，弘扬千年绵延的中国

商道。”

柯希平致辞胡昌升致辞 邱小平致辞

民营企业家同期声

林志强
厦门市工商联副主席 大博医疗科技公司董事长

厦门正式设立企业家日，

是广大企业家的肯定和认可。

其实，企业家在社会分工里，

是一个比较辛苦的群体，付

出很多，压力比一般人大。设

立这个节日，特别是胡昌升

书记的讲话，在认可企业家作

用的同时，理解、体谅企业家

的难处，一字一句都说到我

们的心坎上。所以不管是市

委市政府的肯定，还是社会

对企业家这个群体的一种认可

度，都会大大增加企业家的信

心，形成更好的激励作用。

近年来，厦门一直在致力

于提升营销环境，虽然还有

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总

体而言在福建省里肯定是最

好的，在全国我觉得也是排

在很前列的，特别为推动产

业发展创造了很好的营商环

境，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这

点上我们作为本土企业体会

是比较深的，比较满意的。

郑金泉
厦门总商会监事长 海澳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

今天，厦门的企业家们

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而且

角色从“商人”转换到“企业

家”，很有意义。商人节缘起

于厦门，根植于两岸。从

2014 年发起倡议重启，2015

年举办第一届商人节，至今

已是第六年。通过这种弘扬

企业家精神，营造良好营商

环境的举措，更好地促进企

业家坚守诚信、创造创新，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

更好的服务，也可以推动将

来在全国层面设立企业家

的节日，让全球华商能够有

属于自己的日子，我们感到

非常自豪。

我认为，接下来厦门的

整体经济发展肯定要立足在

国际的大市场，把国际市场

跟国内市场双循环启动起

来。国内拥有庞大的市场，国

际上则拥有高质量，所以厦

门应该发挥通商港口和国际

性航运中心的优势，朝着数

量和质量“双高”发展。

邹剑寒
厦门市工商联副主席 奥佳华集团董事长

“厦门企业家日”是我们

厦门民营企业家自己的节

日，民营企业家作为市场经

济中最活跃的细胞，是厦门

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在厦门

市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成功的企业离

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厦门

政府高度重视民营企业的发

展，举办“厦门企业家日”对

我们来说是一种肯定、重视

和褒奖，也将进一步激发我

们创新创业的热情。

年初的新冠疫情给民营

经济带来的影响还历历在

目。很多企业和我们一样，都

在逆境中振作奋发，各尽所

能、各展所长，与国家和政府

共克时艰，共渡难关。展望未

来，身处大变局、大变革的时

代，希望越来越多厦门的民

营经济人士能够和我们一

起，在厦门这片经济沃土上，

继续发挥习近平总书记提到

的“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

赢”的闯劲，在危机中育新

机，坚定信心谋发展。我们也

将在发展过程中真正做到扎

根社会、反哺社会，积极投身

公益、勇担社会责任，为厦门

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的现代化

国际化城市尽绵薄之力。

李 强
厦门市工商联副主席 弘信创业工场董事长

厦门设立企业家日，更

加突出了企业家群体的作

用，体现了对企业家的尊重

和鼓励。我认为，在整个社

会经济活动当中，不管是企

业家精神也好，企业家作用

也好，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

的关键要素，现在厦门通过

立法来设立企业家日，是对

厦门所有企业家的鼓励。

这几年，厦门对民企的

重视度越来越高，从全市招

商大会、电子信息产业大会

等的召开，到这次企业家日

的设立，都体现了对民企的

重视与支持，我想这将极大

地增强厦门民企做强做大

的决心。特别是一些统计数

据也能体现民营经济对城

市经济发展发挥的重大推

动作用。我觉得，下一步如

果民营经济占全市 GDP 比

重能够超过 50%，可能就是

厦门经济真正进入新一轮

发展快车道的最典型的标

志。

吴家莹
厦门总商会副会长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佳好集团董事长

今天，厦门企业家日正式

启动，强调了亲商、安商、富

商、构建厦门优质营商环境的

决心，催人奋进。在厦门全市

上下的支持下，在厦台商将

携手共同弘扬企业家精神，为

推动厦门高质量发展而努力。

此外，我们将会把厦门

设立企业家日这个信息带

回台湾地区，向大家介绍厦

门的做法，我也将以厦门市

台商协会会长的身份积极

推动两岸共庆“企业家日”，

为两岸企业家进一步交流

互动，共享行业信息，共谋

合作发展贡献力量。

首届厦门企业家日暨 2020 中国（厦门）商人节圆满举办


